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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庆县鲁史镇人民政府 2020年度部门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凤庆县审计局派出审计组，自 2021年 4月 13日至 5月 31日，主

要运用我局自主研发的审计信息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查找和现场

核实的方式，对凤庆县鲁史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鲁史镇人民政

府”）2020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专项

审计调查。

一、基本情况

鲁史镇人民政府 2020年年初预算批复 1 690.04万元，年中追

加调整预算 2 239.00万元，上年结余结转 276.61万元，2020年财

力总计4 205.65万元。支出2 801.23万元，年末结转结余1 404.42 万

元。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鲁史镇人民政府 2020年度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财务收支基本真实，部门预算、决算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算法》的规定。但审计中也发现存在往来款增长较大和长期

挂账、应缴未缴非税收入、项目资金结存较大等方面问题需要加以

整改和完善。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往来款清理不及时 116 270 169.52元，其他应收款当

年新增 6 356 405.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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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缴未缴非税收入 26 849.44元

（三）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低

（四）项目资金结存较大

（五）已往审计发现问题整改不到位

三、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对上述问题，凤庆县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往来款清理不及时问题，

责成鲁史镇人民政府制定往来款清理计划，按计划对往来款项进行

清理，确保往来款余额逐年递减。并认真执行《预算法》规定，严

控增量，防范好债务风险；对应缴未缴非税收入问题，责成鲁史镇

人民政府将 26 849.44元非税收入上缴凤庆县财政局国库；对部分

项目预算执行率低问题，责成鲁史镇人民政府加快项目实施，加强

与县财政沟通对接，按进度拨付支付相关资金，增进预算编制的科

学性和执行的规范性，提高预算执行率，提升预算资金使用绩效。

增进人民福祉；对项目资金结存较大问题，责成鲁史镇人民政府应

积极对接县财政加快项目资金拨付兑付，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对

已往审计发现问题整改不到位，责成鲁史镇人民政府切实履行整改

责任，进一步抓好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方案制定工作，限期纠正上

述问题，并杜绝此类问题再度发生。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建议：（一）加强对往来款清收管

理，防止长期挂账带来的政府债务风险和群体性事件风险。（二）

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学习，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

预算执行能力，增强预算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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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鲁史镇人民政府制定了往来款清理计划，

将应缴未缴的非税收入上缴至县财政局国库。审计建议正在落实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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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庆县民政局 2020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财务收支专项审计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凤庆县审计局派出审计组，自 2021年 4月 13日至 5月 31日，主

要运用我局自主研发的审计信息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查找和现场

核实的方式，对凤庆县民政局 2020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

一、基本情况

凤庆县民政局 2020年年初批复预算 3 104.53万元，年度追加

预算 14 185.97万元，2019年结余结转 6 208.84万元，全年财力合

计 23 499.34万元；支出 18 991.02 万元，年末结转结余 4 508.32

万元。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凤庆县民政局 2020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财务收支基本真实，部门预算、决算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的规定。但审计中也发现存在预算执行率低、往来款当

年新增数额较大、民生类项目资金结存较大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加以

整改和完善。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2020年新增往来款清理不及时 314 789.47元
（二）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低

（三）2020年的项目资金结存达 45 210 266.67元

三、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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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问题，凤庆县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 2020年新增往来款清

理不及时问题，责成凤庆县民政局尽快制定清理计划，按计划对往

来款项进行清理，确保往来款余额逐年递减，并认真执行《预算法》

规定，严控新增数额；对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低问题，凤庆县民政

局应加快项目实施，加强与县财政局沟通对接，按进度拨付支付相

关资金，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执行的规范性，提高预算执行率，

提升预算资金使用绩效，增进人民福祉；对 2020年的项目资金结

存达 45 210 266.67元问题，凤庆县民政局应加快项目实施，积极

对接县财政局加快项目资金拨付支付，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建议：（一）加强《预算法》学习，

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和预算执行能力，增强预算的约束力。

（二）加强往来款清理，避免往来款长期挂账，并严格执行《预

算法》规定，严控新增数额，防范好债务风险。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凤庆县民政局制定了往来款清理计划。审

计建议正在落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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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庆县投资促进局2020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财务收支情况审计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凤庆县审计局派出审计组，自2021年 4月 13日至 5月 31日，主

要运用我局自主研发的审计信息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查找和现场

核实的方式，对凤庆县投资促进局（以下简称“投资促进局”）

2020 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

调查。

一、基本情况

投资促进局2020年年初批复预算153.45万元，年度追加预算

59.13万元，2019年结转2.13万元，全年财力合计214.71万元，

支出212.14万元，年末结转结余2.57万元。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投资促进局2020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财务收支基本真实，部门预算、决算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的规定。但审计中也发现存在往来款清理不及时、支出发

票无领导审核签字、对公资金打入私人账户、无公函接待等问题需

要进一步整改和完善。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往来款 137 516.11 元清理不及时，其中当年新增往

来款金额 16 935.65 元

（二）公务接待不规范

三、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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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问题，凤庆县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往来款清理不及时问题，

责成投资促进局尽快制定清理计划，按计划对往来款项进行清理，

确保往来款余额逐年递减，并认真执行《预算法》规定，严控新增

数额；

对公务接待不规范问题，责成投资促进局对上述公务接待相关资料

和事项进行补充完善，在今后公务接待中认真执行公务接待审批控

制制度，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公务接待。杜绝此类问题再度发生。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建议：（一）加强对财经法规和《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学习，提高会计工作业务水平，规范会计核算和

财务管理工作。（二）加强对《预算法》《会计法》学习，提高财务

管理水平，增强预算编制约束力。（三）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经费使

用管理，规范运行，提高预算资金绩效，避免违纪违规事件发生。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投资促进局制定了往来款清理计划，对公

务接待相关资料和事项进行了补充完善。审计建议正在落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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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庆县医疗保障局2020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财务收支情况审计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凤庆县审计局派出审计组，自 2021年 4月 13日至 5月 31日，主

要运用我局自主研发的审计信息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查找和现场

核实的方式，对凤庆县医疗保障局（以下简称“凤庆县医保局”）

2020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

一、基本情况

凤庆县医保局 2020年年初批复预算 505.68万元，年度追加

2487.90万元，其他收入1.33万元，全年财力合计2994.91万元。

支出合计 1900.86万元，年末结转结余 1094.05万元。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凤庆县医保局 2020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财务收支基本真实，部门预算、决算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的规定。但审计中也发现，存在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低、

项目资金结存较大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整改和完善。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预算项目资金结存较大，预算执行率低

三、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对上述问题，凤庆县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出具了审计报告。对部分预算项目资金结存较大，预算执行率低

问题，凤庆县医保局加强与县财政局沟通对接，按进度拨付支付相

关资金，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执行的规范性，提高预算执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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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预算资金使用绩效，增进人民福祉。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建议：（一）加强《预算法》学习，

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预算执行能力，增强预算的约束

力。（二）加强会计基础知识学习，进一步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审计建议正在落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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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凤庆县委员会组织部 2020年度部门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六条规定，凤庆县审计局

派出审计组，自 2021年 4月 13日至 5月 31日，主要运用我局自

主研发的审计信息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查找和现场核实的方式，对

中国共产党凤庆县委员会组织部（以下简称“县委组织部”）2020

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县委组织部2020年预算收入827.73万元，2019年结转140.91

万元，全年财力合计968.64万元，支出814.51万元，年末结余结

转154.13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县委组织部2020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

务收支基本真实，部门预算、决算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的规定。但审计中也发现存在往来款长期挂账、项目资金结余、

对公资金在个人账户中代收代付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

善。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往来款清理不及时 44 354 423.72 元，当年新增其他

应付款 24 336.46 元

（二）个人账户收支党刊征订费

（三）项目资金结余 259 624.90元

三、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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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问题，凤庆县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往来款清理不及时问题，

责成县委组织部制定清理计划，加大对往来款项的清理力度，避免

长期挂账。并认真按照《预算法》规定，严控增量。防范好债务风

险；对个人账户收支党刊征订费问题，责成县委组织部在今后工作

中将代收代支款项纳入特设户进行管理核算，杜绝此类问题再度发

生；对项目资金结余 259 624.90元问题，责成县委组织部将结余资

金 259 624.90元上缴凤庆县财政局国库。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建议：（一）加强《预算法》学习，

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预算执行能力，增强预算的约束

力。（二）加强往来款清理，避免长期挂账，并认真执行《预算法》，

严控增量，防范好债务风险。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县委组织部制定了往来款清理计划，已将

结余资金上缴凤庆县财政局国库。审计建议正在落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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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庆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共产党凤庆县委
员会党史研究室2020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我局派出审

计组于 2021年 4月至 5月，主要运用我局自主研发的审计信息系

统进行大数据分析查找和现场核实的方式，对凤庆县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中国共产党凤庆县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2020年度部门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凤庆县审计局于 2021年 4月 19日至 5月 31日，派出审计组

进驻凤庆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共产党凤庆县委员会党史研究

室，以问题为导向，对大数据分析的疑点数据进行现场核实。本次

审计尚未发现以上单位在 2020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

方面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等重大问题。


